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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心理学干预随机对照试验的报告规范（ ２０１８）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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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志江５

高统计学检验的有效性等优点，被公认为是评价干预措施

成（ 表 １） ，因国内已有多个关于 ＣＯＮＳＯＲＴ 条目的解读文
章 ［９⁃１０］ ，故本文将主要解读修改及新增内容 ［７］ 。

效果的金标准 ［１］ ，逐渐推广到临床以外的社会和心理学研
究领域。 社会和心理学干预（ ＳＰＩ） 旨在改善身体、心理健
康和社会结局，相比临床干预类型复杂多样，并且干预间存
在相互作用，结局指标也涉及多个层次（ 如个人、家庭和社
区等）

。 目前，对于 ＳＰＩ 的 ＲＣＴ 报告仍然采用 ＲＣＴ 报告

质量标准（ ＣＯＮＳＯＲＴ） ［３］ ，但包括试验人员、期刊编辑在内
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现有的 ＣＯＮＳＯＲＴ 报告规范可能并不
适合 ＳＰＩ

［４⁃５］

，系统评价也显示 ＳＰＩ⁃ＲＣＴ 的报告精确性、全

面性和透 明 性 不 高

［６］

。 为 了 提 高 ＳＰＩ⁃ＲＣＴ 的 报 告 质 量，

２０１３ 年，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ＰＩ 小组正式成立，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在
Ｔｒｉａｌｓ 期刊上正式发表了针对 ＳＰＩ⁃ＲＣＴ 的 ＣＯＮＳＯＲＴ 报告
规范的扩展版

［７］

荀杨芹１，２，３，６

杨克虎１，２，３

随机对照试验（ ＲＣＴ） 因其消除偏倚、平衡混杂因素、提

［２］

李慧娟１，２，３，６

。 本文旨在通过介绍 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ＰＩ ２０１８

与 ＣＯＮＳＯＲＴ ２０１０ 相比修改和增添的内容，为国内研究人

条目 ６ａ

不再区分“ 主要” 和“ 次要” 结局。 因为与生

条目 １１

“ 盲法” 在条目标题和条目内容中分别更改

物医学研究相比，ＳＰＩ 多为复杂干预，常涉及多重结局指
标。
为“ 分配知晓” 和“ 隐藏” 。 这些改变反映了对使用“ 盲法”
一词的担忧，同时强调在 ＳＰＩ 试验中需要关注干预提供者
和受试者关于分配知晓的问题。
条目 １２

标题中“ 统计方法” 更改为“ 分析方法” 。 因

为 ＳＰＩ⁃ＲＣＴ 中的某些方法可能是定性的。
条目 １２ａ

同 ６ａ。

条目 １３ａ

同 ６ａ。

条目 １２ｂ

明确提出过程评价的方法。

条目 １３ａ 和 １４

“ 受试者数量” 更改为“ 数量” 。 因为

员撰写和报告 ＳＰＩ⁃ＲＣＴ 提供参考。

“ 受试者” 一词不适用于以地理区域为干预范围的 ＲＣＴ。

１

也可能涉及以地理单位为目标的、用以检查区域层面影响

尽管 ＳＰＩ 可能针对个人以及家庭、学校等单个群体，但他们

制定过程
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ＰＩ ２０１８ 工具的制定历经约 ５ 年，分为以下

的地方 性 技 术。 为 了 与 ＣＯＮＳＯＲＴ ２０１０ 清 单 保 持 一 致，

文献，系统评价纳入文献 ［８］ 。 ②德尔菲调查：根据系统评

单位称为“ 受试者” ，尽管本清单中的“ 受试者” 是指“ 受试

５ 个阶段。 ①系统评价：全面检索关于 ＳＰＩ⁃ＲＣＴ 报告质量
价结果形成初步的清单和流程，开展在线德尔菲调查，确定
优选条目和评估流程。 ③共识会议：３１ 名专家、期刊编辑

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ＰＩ ２０１８ 清单及其解释性文件将干预所针对的
单位” ，或者是干预所针对的单位，也可能包括地理单位。
条目 １５

“ 临床和人口统计” 一词被删除，因为该清单

和研究资助者召开面对面会议，讨论并确定最终清单和步

针对可能不具有医学性质或具有健康结果的干预措施，因

骤。 ④撰写规范：写作组根据共识会议内容撰写报告规范

此强调需要报告重要的基线特征，而不论其性质如何。

初稿，并总结共识组成员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初稿修改，初
稿再次经过共识组审核通过后发表

［７］

。 ⑤推广实施：通过

期刊发表、会议和网站（ ＣＯＮＳＯＲＴ、ＥＱＵＡＴＯＲ 报告规范网
站） 展示的形式，获得更多期刊编辑和论文作者的认可。

条目 １６

删除附加说明“ （ 分母） ” 。 该术语常暗示为

二分类结局，但在 ＳＰＩ⁃ＲＣＴ 中连续性结局极为普遍。
条目 １７ａ

同 ６ａ。

条目 ２３ ～ ２５

“ 其他信息” 部分改为“ 重要信息” ，因为

共识会议参与者担心“ 其他” 字眼会使这部分信息相对于
２

修改及增添的内容
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ＰＩ ２０１８ 年在 ＣＯＮＳＯＲＴ ２０１０ 条目的基础

上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增加了 １ 个条目，共由 ２６ 个条目组
作者单位

通讯作者

前面的部分显得次要。
条目 ２５

删除“ 如药物供应” 。 因为根据研究定义，药

物试验不在此扩展清单范围内。

１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循证医学中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２ 甘肃省循证医学与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３ 兰州大学循
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４ 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５ 甘肃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６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７ 共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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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条目

１ａ

摘要
作者

１ｂ

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ＰＩ ２０１８ 清单

ＣＯＮＳＯＲＴ ２０１０

编号

标题

·７５·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１４ 卷第 １ 期

通讯作者的详细联系方式
试验设计的描述（ 例如平行小组、群组、非劣效

试验设计

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ＰＩ ２０１８

标题能识别是随机对照试验

等）

如果随机分配的单位不是个体，请参考 ＣＯＮＳＯＲＴ 群组
随机试验清单

方法
必要时报告招募受试者与实施干预的地点及干预提供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合格标准与资料收集的场所

干预

各组计划实施的干预

目的

明确的目的或假设

结局

明确定义该研究的主要结局指标

随机方法

如何分配研究对象进入不同干预组

分配知晓

分配干预措施之后谁（ 如受试者、干预提供者、结局评估者） 知道干预的分配， 以及屏蔽是如何实施的

者的合格标准
如果预先规定，应说明假设中的干预是如何起效的

结果
随机分组的例数

随机分配到各组的研究对象

招募对象

临床试验状态

干预

提供者实际提供干预和受试者按计划实施干预的程度

分析的例数

各组纳入数据分析的研究对象

结局

针对结局指标 １） ，每个干预组和所评价效应量的结果及其精确度

危害

对研究对象的重要不良事件或不良反应

结论

对结果概括性的解释

试验注册

临床试验注册号和注册机构名称

资助

资助来源

引言
背景和目的
方法
试验设计

受试者

干预措施

结局指标
样本量
随机方法
序列的产生
分配隐藏机制
实施
分配知晓
分析方法

２ａ

２ｂ
３ａ

科学背景和试验理由的解释
具体目的或假设

如果预先规定，应说明假设中的干预是如何起效的

描述试验设计（ 如平行设计、析因设计） ，包括

如果随机分配的单位不是个体，请参考 ＣＯＮＳＯＲＴ 群组

受试者分配入组的比例

随机试验清单

３ｂ

试验开始后对试验方法所作的重要改变（ 如合格受试者的选择标准） ，并说明原因

４ａ

受试者的合格标准

４ｂ

资料收集的场所和地点

５

必要时报告招募受试者与实施干预的地点及干预提供
者的合格标准

详细描述各组干预措施的细节以使他人能够重复，包括实际上是在何时、如何实施的

５ａ

报告干预提供者实际提供干预和受试者按计划实施干

５ｂ

报告哪里可以获取有关提供干预的其他信息材料

５ｃ

预的程度
必要时报告如何为每组分配干预提供者

６ａ

完整而确切地说明预先设定的结局指标，包括何时、如何被测评

７ａ

样本量是如何确定的

６ｂ

试验开始后对结局指标是否有任何更改，并说明原因

７ｂ

必要时，解释中期分析和试验中止原则

８ａ

产生随机分配序列的方法

９

执行随机分配序列的机制（ 如按序编码的封藏法） ，描述干预措施分配之前为隐藏序列号所采取的步骤

８ｂ

随机方法的类型，任何限定的细节（ 如怎样分区组和各区组样本量）

１０

谁产生随机分配序列，谁招募受试者，谁给受试者分配干预措施

１１ａ 分配干预措施之后谁（ 如受试者、干预提供者、结局评估者） 知道干预的分配，以及屏蔽是如何实施的

１１ｂ 如有必要，描述干预措施的相似之处

１２ａ 用于比较各组结局指标的统计学方法

１２ｂ 附加分析方法，如亚组分析、校正分析和过程评价

报告如何处理缺失数据以及任何填补方法的详细信息

·７６·

Ｃｈｉｎ Ｊ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Ｖｏｌ １４，Ｎｏ １
续表 １

结果
受试者流程
（ 强烈推荐
使用流程图）

１３ａ

随机分配到各组的受试者例数，接受已分配治

在可能的情况下，报告随机分配之前总人数及各阶段

疗的例数，以及纳入主要结局分析的例数

筛选和符合条件的人数，以及未纳入该阶段的原因

１３ｂ 随机分组后，各组脱落和被剔除的例数，并说明原因
１４ａ 招募期和随访时间的长短，并说明具体日期

招募受试者

１４ｂ 为什么试验中断或停止

基线资料

１５

用一个表格列出每组受试者的基线数据

１６

各组纳入每种分析的受试者数目（ 分母） ，以及是否按最初的分组分析

１７ａ

各组每项结局指标的结果，效应估计值及其精

纳入分析的
例数
结局和估计
值

必要时纳入社会经济状态作为变量

确性（ 如 ９５％可信区间）

说明试验数据的可用性

１７ｂ 对于二分类结局，建议同时提供相对效应值和绝对效应值
辅助分析

１８

所做的其他分析结果，包括亚组分析，校正分析和过程评价，指出哪些是预先设定的分析，哪些是新尝试的

危害

１９

各组出现的所有严重危害或意外效应（ 具体的指导建议参见 ＣＯＮＳＯＲＴ ｆｏｒ ｈａｒｍｓ） ［９］

２０

试验的局限性，讨论潜在偏倚和不精确的原因，以及多重性分析的问题（ 必要时）

讨论
局限性

分析

２１

试验结果被推广的可能性（ 外部真实性，实用性）

２２

与结果相对应的解释，权衡试验结果的利弊，并且考虑其他相关证据

２３

临床试验注册号和注册机构名称

利益声明

２５

资助和其他支持的来源，提供资助者所起的作

利益相关者

２６ａ

报告是否有干预制定者参与试验设计、实施、分析与报

２６ｂ

报告是否有其他利益相关人员参与试验设计、实施、分

２６ｃ

报告影响试验的奖励措施

可推广性
解释
重要信息
试验注册

２４

试验方案

条目 ２６

如有，在哪里可以获取完整的试验方案
用

新增条目。 由于共识会议参与者认为应该

在“ 重要信息” 中增加“ 利益相关者参与” 的子部分，其中
２６ａ 涉及干预的制定者，２６ｂ 涉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报告试
验相关利益者有助于判断试验结果的可靠性，２６ｃ 涉及试
验过程中受试者及研究人员所接受的相关资助或奖励，如
资金及礼物等。
此外，ＳＰＩ⁃ＲＣＴ 的摘要报告条目也基于 ＣＯＮＳＯＲＴ 摘要

报告清单进行了调整。
３

小结
ＣＯＮＳＯＲＴ 报告规范旨在改善 ＲＣＴ 的报告质量，根据

ＣＯＮＳＯＲＴ 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 ／ ） 公
布的信息，目前 ＣＯＮＳＯＲＴ 已得到 ５８５ 种期刊的认可，并且

相继推出了针对不良结局、草药干预、摘要等的 ＣＯＮＳＯＲＴ
报告规范扩展版 ［１１⁃１３］ 。 中国的研究人员也参与了部分扩
展版 声 明 的 制 订 ［１２，１４，１５］ 。 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ＰＩ ２０１８ 声 明 ［７］ 是
ＣＯＮＳＯＲＴ 的第 １５ 种扩展版，有助于指导 ＳＰＩ⁃ＲＣＴ 的撰写
和报告。 但也应注意 ＳＰＩ 相比其他干预类型的复杂性，要
求在 ＳＰＩ⁃ＲＣＴ 撰写人员在提交报告时提供更多的补充材

其他潜在利益情况声明

告的情况
析或报告的情况

料。 此外， 期 刊 编 辑 在 对 ＳＰＩ⁃ＲＣＴ 的 稿 约 中 也 应 纳 入
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ＰＩ ２０１８，要求和督促研究人员严格依据此规范
执行、撰写和报告 ＳＰＩ⁃Ｒ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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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Ｇｒａｎｔ Ｓ Ｍａｙｏ⁃Ｗｉｌｓｏｎ Ｅ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Ｐ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ＯＲＴ⁃
ＳＰＩ ２０１８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ｓ． Ｔ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８ １９
１ ４０６
８ Ｇｒａｎｔ ＳＰ Ｍａｙｏ⁃Ｗｉｌｓｏｎ Ｅ Ｍｅｌｅｎｄｅｚ⁃Ｔｏｒｒｅｓ ＧＪ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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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３ ８ ５ ｅ６５４４２
９ 杜亮 刁骧． 更好地报告随机试验中的危害 ＣＯＮＳＯＲＴ 声
明扩展版．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２００６ ６ ９ ６８２⁃６８９
１０ 詹思延． 第二讲 如何报告随机对照试验———国际报告规
范 ＣＯＮＳＯＲＴ 及其扩展版解读． 中国循证儿科杂志 ２０１０
５ ２ １４６⁃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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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３４５ ｅ５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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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７
１３ Ｈｏｐｅｗｅｌｌ Ｓ Ｃｌａｒｋｅ Ｍ Ｍｏｈｅｒ Ｄ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ＯＲＴ ｆ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０８ ３７１ ９６０９ ２８１⁃２８３
１４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Ｈ Ａｌｔｍａｎ ＤＧ Ｈａｍｍｅｒｓｃｈｌａｇ Ｒ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Ａ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Ｒ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ＰＬｏＳ Ｍｅｄ ２０１０ ７ ６ ｅ１０００２６１
１５ Ｃｈｅｎｇ ＣＷ Ｗｕ ＴＸ Ｓｈａｎｇ ＨＣ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ＯＲ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２０１７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２０１７ １６７ ２ １１２⁃１２１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８⁃１７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８⁃１０⁃２９）
（ 本文编辑：张崇凡）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２０１９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二）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学分

举办日期

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与技术新进展

编号待出

杨茹莱

１０

９月

１０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０

１１ 月

全国小儿、青少年妇科学继续教育学习班
小儿呼吸病诊治新进展
小儿危重症诊治进展
血液净化在儿科临床应用
危重症新生儿脑功能监护及脑保护核心技术
儿科基础危重症支持课程
儿科消化系统疾病与诊治新技术

编号待出

孙莉颖

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０９５ （ 国）

陈志敏

编号待出

张晨美

编号待出

张晨美

编号待出

杜立中

２０１９⁃０６⁃０４⁃０２０ （ 国）

舒强

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０９６ （ 国）

江米足

２０１９⁃１４⁃０４⁃０２９ （ 国）

诸纪华

编号待出

林茹

神经发育与癫痫诊治进展

编号待出

高峰

儿科颅脑感染和 ＥＢＶ 感染诊疗新进展

编号待出

陈英虎

儿童危重症与创伤急救

编号待出

谈林华

儿科临床研究与伦理审查

编号待出

舒强

儿童口腔早期矫治技术

编号待出

阮文华

小儿超声诊断新进展

编号待出

叶菁菁

儿科临床检验诊断学进展

编号待出

尚世强

小儿普外科护理新进展
小儿 ＥＣＭＯ 与危重症

１０
１０
８

９月

１１ 月
１１ 月

１０

下半年

１０

下半年

１０

下半年

１０

下半年

８

下半年

１０

下半年

１０

下半年

１０

下半年

１０

下半年

１０

下半年

１０

下半年

